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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全国计算语言学学术会议（CCL 2017）

“第十六届全国计算语言学学术会议”（The Sixteenth China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CCL 2017）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
—15 日在江苏南京举行。作为国内最大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学者的社团组织—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CIPS）的旗舰会议，全国计算语言学会议从 1991 年开始
每两年举办一次，从 2013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历程，已形
成了十分广泛的学术影响，成为国内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权威性最高、口碑最好、
规模最大（2016 年注册参会人数超过 600 人）的学术会议。CCL 着重于中国境内
各类语言的计算处理，为研讨和传播计算语言学最新的学术和技术成果提供了高
水平的深入交流平台。
CCL 2017 同时接受中文和英文投稿。录用的中文稿件将被推荐至《中文信
息学报》、《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国科学》及其他计算机类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制定）。作者必须根据会议和期刊的
审稿意见进行相应修改，《中文信息学报》对未完成修改的稿件保留不予发表的
权利。《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国科学》和其他计算机类中国科
技核心期刊可能会要求对推荐论文进行再审，通过后方能发表。被录用的英文稿
件将由 Springer Lecture Not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NAI)出版。

第五届基于自然标注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
国际学术研讨会
（NLP-NABD 2017）
“第五届基于自然标注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based on Naturally
Annotated Big Data, NLP-NABD 2017）将与 CCL 2017 同时召开。NLP-NABD 涵
盖了所有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内容，尤其关注在大数据时代自然语言处理的前沿
方法和技术。这里所谓的“自然标注”是指由互联网用户根据其自身目的（而不
是出于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目的）对各种互联网资源进行的“不自觉”的手工标
注，计算语言学家们可以将这些标注自觉地和系统性地应用在自然语言处理的各
种研究中。典型的例子是，标点符号有助于词边界的识别，社交媒体中的社会标
签也有助于关键词抽取，而维基百科中的条目类别信息则可以为文本分类提供帮
助。在这些例子中，“自然标注”都是以显式的形式出现的，但在很多情况下，
也可以以隐式的形式出现，如短语“Beijing and other cities”“cities such
as Beijing”中所蕴含的两个模式“cities such as NOUN”“NOUN and other
cities”就是一种隐式的“自然标注”，可用于抽取常识知识 ISA(NOUN, city)。
NLP-NABD 2017 聚焦国内外在此方向上的各种前沿研究进展，如：如何在自然标
注大数据上有效进行大规模无监督/半监督机器学习（如深度学习），如何将学
习到的资源、模型和已有的手工标注的核心资源和核心语言计算模型结合起来，
等等。NLP-NABD 2017 受到国家 973 计划项目“面向三元空间的互联网中文信息
处理理论与方法”（编号：2014CB340500）资助支持。
NLP-NABD 2017 针对世界各种语言的研究（不仅限于中文），只接受英文投
稿。录用稿件将与 CCL 2017 录用的英文论文一起由 Springer 发表于 LNAI 系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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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犀语科技有限公司
用 AI 和大数据技术赋能金融决策
犀语科技致力于新一代智能化的金融信息服务。我们采用领先的人工智能 NLP 和
大数据技术，以自动化、智能化、规模化的方式帮助客户高效率的分解分析、生成文本
与数字信息，提供更具投资价值的金融数据分析服务，也可以为客户制定和创造针对性
更强的产品应用，从而让客户更加高效地做出精准判断和价值决策。
服务范围：

智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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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支持：

关注犀语科技
www.alphainsight.ai
联系我们: marketing@alphainsigh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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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乐美森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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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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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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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雅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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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科大讯飞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
智能语音及语言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研究，软件及芯片产品开
发，语音信息服务及电子政务系统集成的国家级骨干软件企
业。2008 年，科大讯飞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
码：002230。
人工智能主要分为计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计算
智能，即机器“能存会算”的能力；感知智能，即机器具有“能
听会说、能看会认”的能力，主要涉及语音合成、语音识别、
图像识别、多语种语音处理等技术；认知智能，即机器具有“能
理解会思考”的能力，主要涉及教育评测、知识服务、智能客
服、机器翻译等技术。
科大讯飞作为中国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产业领导者，在语音合成、语音识别、口语评测、自然语言处理等多项
技术上拥有国际领先的成果。科大讯飞是我国唯一以语音技术为产业化方向的“国家 863 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并被原信息产业部确定为中文语音交互技术
标准工作组组长单位，牵头制定中文语音技术标准。
2003 年、2011 年，科大讯飞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005 年、2011 年两次获得中国信息产业自主创
新最高荣誉“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历次的国内外语音合成评测中，各项关键指标均
名列第一。2008 年至今，科大讯飞连续在国际说话人、语种识别评测大赛中名列前茅。2014 年，科大讯飞首次参
加国际口语机器翻译评测比赛（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poken Language Translation）即在中英和英中互
译方向中以显著优势勇获第一。2016 年，国际语音识别大赛（CHiME）科大讯飞取得全部指标第一；在认知智能领
域，相继获得国际认知智能测试（Winograd Schema Challenge）全球第一、国际知识图谱构建大赛（NIST TAC
Knowledge Base Population Entity Discovery and Linking Track）核心任务全球第一。2011 年，“国家智能语
音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国家工程实验室”相继落户合肥，有利于进一步汇聚产业资源，
提升科大讯飞产业龙头地位。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科大讯飞率先发布了全球首个提供移动互联网智能语音交互能力的讯飞开放平台，
并持续升级优化。基于该平台，科大讯飞相继推出了讯飞输入法、灵犀语音助手等示范性应用，并与广大合作伙伴
携手推动各类语音应用深入到手机、汽车、家电、玩具等各个领域，引领和推动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大潮下输入和交
互模式的变革。
基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领先智能语音技术，科大讯飞已推出从大型电信级应用到小型嵌入式应用，从电
信、金融等行业到企业和消费者用户，从手机到车载，从家电到玩具，能够满足不同应用环境的多种产品。科大讯
飞已占有中文语音技术市场 70%以上市场份额。
2014 年，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科大讯飞推出了“讯飞超脑计划”，目标是让机器不仅"能听会说，还要"
能理解会思考"，从而实现一个中文的认知智能计算引擎，未来将引领在家居、教育、客服、医疗等领域的智能应用。
2015 年，科大讯飞重新定义了万物互联时代的人机交互标准，发布了对人工智能产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机交互界
面——AIUI。2016 年，围绕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的使用人次与创业团队成倍增长，带动超百万人进行双创活
动。截至 2017 年 1 月，讯飞开放平台在线日服务量超 30 亿人次，合作伙伴达到 25 万家，用户数超 9.1 亿，以科
大讯飞为中心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持续构建。
科大讯飞在语音技术核心研究和产业化方面的突出成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过科大讯飞技术产品，对智能语音技术的重大价值及科大讯飞
做出的创新工作均给予充分肯定。国家各行业部委和权威机构已形成了科大讯飞“中文语音产业国家队”的基本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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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
大会主席
倪光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郑南宁（西安交通大学）

CCL 2017 程序委员会主席
孙茂松（清华大学）
刘 挺（哈尔滨工业大学）
周国栋（苏州大学）

CCL 2017 程序委员会副主席
王小捷（北京邮电大学）
常宝宝（北京大学）

NLP – NABD 2017 程序委员会主席
孙茂松（清华大学）
邹嘉彦（香港城市大学）
李 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CCL & NLP–NABD 2017 程序委员会领域主席
- 语言学与认知科学
亢世勇（鲁东大学）
刘美君（香港城市大学）
- 计算语言学基础理论与方法
王厚峰（北京大学）
于 墨（美国 IBM Watson）
- 信息检索与问答
张 敏（清华大学）
张永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 文本分类与文摘
何婷婷（华中师范大学）
全昌勤（日本神户大学）
- 知识图谱与信息抽取
刘 康（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王威廉（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 机器翻译
肖 桐（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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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ia De Gispert（英国剑桥大学）
- 民族语言处理
艾山·吾买尔（新疆大学）
海银花（内蒙古大学）
- 语言资源与评测
李素建（北京大学）
陆 勤（香港理工大学）
- 社会计算与情感分析
王素格（山西大学）
朱晓丹（加拿大国家科学院）
- 自然语言处理应用
徐睿峰（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 岳（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本地组织委员会主席
曲维光（南京师范大学）

评测主席
刘 挺（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士进（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主席
杨尔弘（北京语言大学）
熊德意（苏州大学）

宣传主席
彭 敏（武汉大学）
刘知远（清华大学）

讲习班主席
刘
孙

洋（清华大学）
栩（北京大学）

赞助主席
车万翔（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 奇（复旦大学）

系统展示主席
韩先培（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邱锡鹏（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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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告
主旨报告
报告人：郑南宁
单

位：西安交通大学

时

间：2017 年 10 月 14 日 上午 09:30-10:30

地

点：辰茂新世纪大酒店 5 楼主会场

题

目：受脑认知和神经科学启发的人工智能

摘

要：
人工智能追求的长期目标是使机器能像人一样感知世界和解决问题。对当前人工智

能而言，解决某些对人类来说属于智力挑战的问题可能是相对简单的，但是解决对人类
来说习以为常的问题却非常困难。人的大脑神经网络结构的可塑性，以及人脑在非认知
因素和认知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是形式化方法难以、甚至不能描述的。人脑对于
非认知因素的理解更多的来自于直觉，并受到经验和长期知识积累的影响。人脑所具有
的自然生物智能形式，为建立新的人工智能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报告将围
绕受脑认知和神经科学启发的人工智能的基本科学问题，阐述其基本原理、研究前沿和
实现的基本途径，并结合其领导的研究团队工作，讨论如何从情境认知的角度重新定义
自主驾驶，构建一种受脑启发的、进化的、发展的自主驾驶学习系统，使自主驾驶汽车
具有记忆、推理和经验更新的认知机制，能够应对高动态和强随机性的交通场景变化。

简 历：
郑南宁，工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教
授、 IEEE Fellow、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
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中国认知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模式识别
协会(IAPR

)理事会成员；研究领域有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认

知计算、人工智能系统及其先进计算架构。1995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其研究团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
助（2000 年）；著有《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8）、《Statistical
Learning and Pattern Analysis for Image and Video Processing》（Springer 2009）；曾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1、1996）、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07）、国家自然科学二
等奖（2016）。
15

特邀报告 1
报告人: 彭凯平
单 位：清华大学
时 间：2017 年 10 月 14 日 上午 10:30-11:10
地 点：辰茂新世纪大酒店 5 楼主会场
题 目：人的智能到底优越在哪?
摘 要：
人工智能正在逐渐超越传统心理学所设定的人类智能，我们一直认为人类独一无二
的学习、记忆、判断、分析、战略、博弈、决策、运筹等认知能力都已慢慢被人工智能
所赶超。迄今为止，人类到底还有哪些智能暂时还没有被人工智能超越？心理学，特别
是新兴的积极心理学，强调人类独一无二的智能优势，并不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认知加
工能力的优势，而是进化选择出来的人类独一无二的积极心理能力，包括：
（1）同理心，也就是知晓对方情感，欲望，思想，意图等方面的能力。
（2）自控能力，在独立的自由意志决定下做出选择的能力。
（3）道德意识，自然地、不需要思索和比较所产生的道德判断意识。
（4）前瞻意识，人类本能地憧憬，想象，计划和创造未来的能力
正是这些能力让人类在漫长的演化历史进程中，超凡脱俗，成为万物之首。因此，
积极心理就是人类的智能优越之所在，也许是人工智能的研究未来的探索方向。

简 历：
彭凯平教授，198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后留校任教。1997 年
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博士后任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
系。曾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及东亚研究终身教职，曾任加
州大学社会及人格心理学专业主任和美国心理学会科学领导委员会成员
等国际职务。2008 年 5 月起受聘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和首任系主任；
2009 年入选中组部国家级海外高级引进人才（千人计划）。现任清华大
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清华大学伯克利心理
学高级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
学幸福科技实验室联合主席。中国北京积极心理学学会理事长和国际积
极心理联合会（IPPA）以及国际积极教育联盟（lPEN）中国理事，并担
任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2009 年至今）。连续两年代表中
国在“联合国国际幸福日＂纪念大会上作联大报告。2004 年美国社会心理学会最佳论文奖；2006 年
美国管理学院最佳论文奖；2015 年中国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13 和 2014 年
其所授《心理学概论》成为中国 MOCC 最受欢迎的课程；2015 年当选山东卫视《中国好先生》节目
“中国十大先生”；2016 年当选《人民网》“健康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曾发表 300 多篇学术期刊论文，
出版图书《跨文化沟通》、《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等中英文著作 8 部。多次获得重要学术奖项，
2004 年美国社会心理学会最佳论文奖；2006 年美国管理学院最佳论文奖； 2007 年被美国人格与社
会心理学会评为全世界论文引用最多的中青年社会心理学家。2015 年中国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二等奖，2015、2016 年入选爱思唯尔（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十大心理学家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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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 2
报告人：杨强
单

位：香港科技大学

时

间：2017 年 10 月 15 日 上午 08:30-09:10

地

点：辰茂新世纪大酒店 5 楼主会场

题

目：从深度学习到迁移学习

摘

要：
深度学习在语音，图像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深度学习也有其内

在的弱点。在这一讲座中，我讲结合近期迁移学习的进展，总结几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克服深度学习在小数据和可靠性等方面的不足。

简 历：
杨强，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新明工程学讲座教
授，任大数据研究所主任及计算机系主任。他曾经是华
为诺亚方舟实验室主任（2012-2014）。他是 AAAI Fellow,
IEEE Fellow, AAAS Fellow 和 IAPR Fellow。他的主要
研究兴趣是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杨强是《ACM TIST》
期刊和《IEEE 大数据》期刊的创始主编。此外，他曾
担任 2015 年 IJCAI 大会，2010 年 ACM KDD 大会的学
术委员会主席（PC Chair），以及 2012 年 ACM KDD
大会主席。 他是国际人工智能大会（IJCAI) 的理事会主席，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
长和 AAAI 执行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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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 3
报告人: 耿直
单

位：北京大学

时

间：2017 年 10 月 15 日 上午 09:10-09:50

地

点：辰茂新世纪大酒店 5 楼主会场

题

目：从相关到因果：因果推断

摘

要：
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是两个不同的重要概念。事物之间可能会出现虚假相关性，有

相关关系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反之，有因果关系不一定表现出相关关系。统计学关于相
关系数和关联度量的定义提出了一个多世纪，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果，但是关于如何
定义和评价因果作用，以及如何从数据中发现因果关系却未能得到长足发展。本报告将
介绍 Yule-Simpson 悖论和替代指标悖论，探讨如何评价因果作用和挖掘因果网络的统计
方法：
1.井底之蛙：讨论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概念及形式化，如何由部分变量推断因果
作用。
2.替罪羔羊：科学研究常采用替代目标，讨论如何确定替代目标的准则及问题。
3.盲人摸象：介绍因果网络的分解学习方法。
4.纲举目张：介绍因果网络的主动学习方法，干预少数变量使相关网络变为因果网
络。
5.寻根问底+顺藤摸瓜：探讨如何寻求目标变量的原因与结果的局部因果关系学习
方法。

简 历：
耿直，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统计科学中心，联
系主任。1982 年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1989 年日本九州大
学获理学博士学位，1996 年当选为国际统计学会推选会员，
1998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项目，现任中国现场统计研
究会理事长。从事因果推断与因果网络、不完全数据分析、生
物统计等方面的研究，部分成果发表在统计学、机器学习、人
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顶尖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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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 4
报告人: 王小川
单

位：搜狗公司

时

间：2017 年 10 月 15 日 下午 14:30-15:10

地

点：辰茂新世纪大酒店 5 楼主会场

题

目：搜狗的 AI 之路与挑战

摘

要：
搜狗基于“让表达与获取信息更简单”的使命，发展以输入法和搜索为核心的信息

处理技术，并在“自然交互+知识计算”的理念下，在对话、问答和机器翻译方面探讨
产品需求和技术难题。

简 历：
王小川，搜狗公司 CEO，前搜狐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
1994 年王小川用吴文俊消元法，首次在微型机下完成初等几何命
题的全部证明。1996 年王小川代表中国队参加第 8 届国际信息学
奥林匹克竞赛（IOI），获得金牌，后为中国队教练。2015 年，
王小川以“群体智能支撑的互联网技术及应用”科技成果获得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得了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推动“北
京创造”的 10 大科技人物奖、以及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此外，王小川还入选了 2014
年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计划，并获得了 2014 年安永中国新兴企业家，2016 年 CCF
计算机企业家奖等多个奖项。2016 年王小川代表搜狗捐赠清华大学 1.8 亿元成立“天工
智能计算研究院”，共同致力于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研究。王小川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
计算机专业，拥有工学学士、工学硕士，以及 EMBA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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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日 期

时 间

17:30-18:30
08:30-09:00

讲习班 T1：（吴永辉）
TensorFlow and 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讲习班 T2: （张岳）
Joint Model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午餐
讲习班 T3：（何晓冬）
Deep Learning for Language and Vision
Intelligence
讲习班 T4：（朱军）
Deep Generative Models, Algorithms
and Platforms
晚餐
开幕式

09:00-09:30

合影、茶歇

09:30-10:30
10:30-11:10
11:10-12:10
12:10-14:30
14:30-15:30
15:30-16:30
16:30-17:00
17:00-18:00
18:00-20:00
20:00-22:00
08:30-09:10
09:10-09:50
09:50-11:00
11:00-11:30
11:00-12:10
12:10-14:30
14:30-15:10
15:10-15:30
15:30-15:50
15:50-17:30

主旨报告（郑南宁）
特邀报告 1（彭凯平）
口头报告 1
午餐
口头报告 2
口头报告 3
茶歇
口头报告 4
晚餐
专委会工作会议
特邀报告 2（杨强）
特邀报告 3（耿直）
企业报告
茶歇
张贴报告 + 系统展示
午餐
特邀报告 4（王小川）
评测报告
茶歇
自然语言处理国际前沿动态综述
最佳论文、张贴报告和系统展示
颁奖仪式
闭幕式
晚餐

08:30-12:00

10 月 13 日
星期五

12:00-14:00

14:00-17:30

10 月 14 日
星期六

10 月 15 日
星期日

内 容

17:30-17:50
17:50-18:00
18:00-20:00

地 点
29 楼会议室
2 楼大成厅
3 楼主餐厅
2 楼大成厅
29 楼会议室
3 楼主餐厅
5 楼主会场
合影：酒店 1 楼门口
茶歇：5 楼会场门口及 3 楼门厅
5 楼主会场
3 楼主餐厅、2 楼餐厅
5 楼主会场
5 楼会场门口及 3 楼门厅
5 楼主会场
3 楼主餐厅、2 楼餐厅
4 楼上元厅
5 楼主会场
5 楼会场门口及 3 楼门厅
3 楼门厅和 2 楼门厅
3 楼主餐厅、2 楼餐厅
5 楼主会场
5 楼会场门口及 3 楼门厅
5 楼主会场
3 楼主餐厅、2 楼餐厅

评测研讨会日程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10 月 14 日
星期六

14:30-18:00

评测研讨会

4 楼上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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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习班
讲习班 T1: TensorFlow and 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讲
时
地
简

者：吴永辉（Google）
间：10 月 13 日 上午 08:30-12:00
点：29 楼会议室
介：
The tutorial will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on TensorFlow and the second part on
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TensorFlow is an open source software library for numerical
computation using data flow graphs. It is being widely used both within google and outside of
google, for both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uses. Since the release of TensorFlow in Nov 2015,
it is quickly shaping up as the most popular deep learning platform among the machine
learning community. In this tutorial, I will explain the key concepts in TensorFlow. I will
conclude the section with a few concrete example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built using
TensorFlow. 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represents an import class of machine learning
problems. Examples of 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problems include: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ASR), where an audio sequence is being transcribed into a sequence of
characters. Machine translation is another example, where a sentence in some source language
is being translated into a sentence in another language. Speech synthesis (TTS) is yet another
example. In this section, I will give an overview of problems in the three domains (ASR, MT
and TTS), popular models for each of the problems, and how a common model architecture,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with attention, is able to achieve state of the art result in all those
problems.
讲者介绍：
Yonghui Wu is a Principal Software Engineer within the
Google Brain team. He is currently a tech leader / manager of an
applied research team, whose research focus is on ASR, NMT, TTS,
language modeling, ranking and various topics. He is one of the
main contributors to the GNMT project, and the RankBrain project,
among others. Prior to joining the Google Brain team, he was with
the Google's search ranking team, where his focus was to improve
Google web search ranking quality. He was one of the main
contributors to the HummingBird change, which is the largest
rewriting of Google's core ranking algorithm in more than 10 years. Yonghui holds a Ph.D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and a BS degree in CS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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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习班 T2：Joint Model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讲
时
地
简

者：张岳（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
间：10 月 13 日 上午 08:30-12:00
点：2 楼大成厅
介：

Many task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onsist of multiple steps. For
example, word segmentation is a necessary first step before many subsequent
tasks. Sub tasks can be modeled separately, forming a pipeline. However, this
method has two limitations. First, error propagate from predecessing tasks to
successing tasks. Second, information from subsequent tasks cannot be utilized
by predecessing task. Joint models can be built to solve the issues above. There
are two main challenges. First,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tasks leads to more
complex search space. Second, a model must consider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tasks. In this tutorial, we review joint models for solv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problems, starting from statistical models and
moving towards neural network methods. Both graph-based and transition-based
models will be discussed.
讲者介绍：

Yue Zhang is currently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Before joining SUTD in
July 2012, he worked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i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Yue Zhang received his DPhil
and MSc degrees from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and his
BEng degree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 has been working on statistical
parsing, parsing, text synthesis, machine translation, sentiment analysis and
stock market analysis intensively. Yue Zhang serves as the reviewer for top
journals such a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Transaction of 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standing review committee) and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He is the associate editor for ACM Transactions on Asian
and Low Resource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He is also PC member for
conferences such as ACL, COLING, EMNLP, NAACL, EACL, AAAI and
IJCAI. He was the area chairs of COLING 2014, NAACL 2015, EMNLP 2015,
ACL 2017 and EMNLP 2017. He is the TPC chair of IALP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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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习班 T3：Deep Learning for Language and Vision Intelligence
讲
时
地
简

者：何晓冬（微软）
间：10 月 13 日 下午 14:00-17:30
点：2 楼大成厅
介：
Deep learning has been the driving force in the recent renaiss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this tutorial, I will introduce recent deep learning advances in selected
cognitive AI technologie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area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computer vision, including comprehension, reasoning, and generation across both modalities.
Specifically, I’ll introduce learning of semantic representations across vision and natural
language, which is critical for multimodal intelligence. Then I’ll cover key research
progresses in the fronts of visual captioning, i.e., understanding the visual content and
generating natural language descriptions; visual question answering, i.e., performing
reasoning across both natural language and vision to infer answers; and image synthesis, i.e.,
generating images following natural language descriptions. In particular, I’ll emphasize
interpreta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in learning algorithms which are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o general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the tutorial, I’ll discuss future AI
breakthrough that will benefit from multimodal intelligence, which empower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the real world and enables enormous scenarios such as
human-like chatbot, smart city, and intelligent augmented reality.
讲者介绍：
Xiaodong He is a Principal Researcher in the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Center of Microsoft Research AI, Redmond, WA,
USA. He is also an Affil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serves in doctoral supervisory committee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mainl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as including deep learn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omputer vision, speech,
information retrieval (IR), and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00 papers in ACL, EMNLP, NAACL,
CVPR, SIGIR, WWW, CIKM, NIPS, ICLR, ICASSP, Proc. IEEE,
IEEE TASLP, IEEE SPM, and other venues. He received several awards including the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at ACL 2015. He and colleagues invented the DSSM which is
broadly applied to language, vision, IR and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tasks. He has 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SR-NRC-SRI entry and the MSR entry that won the No. 1 Place in the
2008 NIST Machine Translation Evaluation and the 2011 IWSLT Evaluation
(Chinese-to-English), respectively. He and colleagues also won the first prize, tied with
Google, at the COCO Captioning Challenge 2015, and won the first prize at the Visual
Question Answering (VQA) Challenge 2017. His work was reported by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in January 2016. He is leading the image captioning effort now is part of Microsoft
Cognitive Services, which provides the world’s first image-captioning cloud service, and
enables next-generation scenarios such as CaptionBot, Seeing AI, and empowers Microsoft
Word and PowerPoint to create image descriptions automatically for millions of users. The
work was widely covered in media including Business Insider, TechCrunch, Forbes, The
Washington Post, CNN, BBC. He has held editorial positions on several IEEE Journals,
served as an area chair for NAACL-HLT 2015, and served in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program committee of major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conferences. He is
an elected member of the IEEE SLTC for the term of 2015-2017. He is a senior member of
IEEE and a member of ACL. He was elected as the Chair of the IEEE Seattle Section in 2016.
23

讲习班 T4：Deep Generative Models, Algorithms and Platforms
讲

者：朱军（清华）

时

间：10 月 13 日 下午 14:00-17:30

地

点：29 楼会议室

简

介：

As an important type of deep learning methods, deep generative models
provide a suite of flexible tools on revealing the latent structures underlying
complex data and performing “top-down” inference to generate samples. In this
tutorial, I will present some results on learning with deep generative models,
including the basic theory and algorithms of deep generative models (e.g., VAE
and GAN), supervised and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with deep generative
models (e.g., max-margin learning and triple-GAN), a new conditional
moment-matching criterion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and ZhuSuan--a GPU
library to support probabilistic programming and efficient inference.
讲者介绍：

朱军，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卡内基梅隆
大学兼职教授、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
2001 到 2009 年获清华大学计算机学士和博士学位，
之后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做博士后，2011 年回清华任教。
主要从事机器学习基础理论、高效算法及相关应用研
究，在国际重要期刊与会议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受
邀担任人工智能顶级杂志 IEEE TPAMI 和 AI 的编委、
《自动化学报》编委，担任机器学习国际大会 ICML2014 地区联合主席,
ICML (2014-2017)、NIPS (2013, 2015)、UAI (2014-2017)、IJCAI（2015,2017）
、
AAAI（2016, 2017）等国际会议的领域主席，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学术
工委主任助理。获 CCF 青年科学家奖、国家优青基金、北京市优秀青年人
才奖、清华大学优秀班主任一等奖等，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
才、IEEE Intelligent Systems 杂志评选的“AI’s 10 to Watch”、及清华大学
221 基础研究人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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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报告
会议收到 264 篇投稿（中文 178 篇，英文 86 篇），录用 105 篇论文（中文 66 篇，
英文 39 篇）。总体录用率 39.77%，中文论文录用率 37.08%，英文论文录用率 45.35%。
要求：每个口头报告的时间共 12 分钟，其中 10 分钟为报告时间，2 分钟为提问时
间。请严格遵守报告时间分配。考虑到文件的兼容性，最好将报告用 PowerPoint 文件
转成 PDF 文件，建议比例为 16:9，不建议使用 4:3，并在 session 开始前休息时间（提
前半小时）拷贝到大会提供的专用笔记本电脑，测试是否能正常显示。大会工作人员会
随时提供帮助。

2017 年 10 月 14 日
口头报告 1
基于神经网络纠正器的领域分词方法
吴佳林，唐晋韬，李莎莎，王挺
基于λ-主动学习方法的中文微博分词
张婧, 黄德根, 黄锴宇, 刘壮, 孟祥主
时间: 11:10-12:10

Enhancing LSTM-based Word Segmentation Using Unlabeled Data

地点: 5 楼主会场

Bo Zheng, Wanxiang Che, Jiang Guo, and Ting Liu
基于分写增强字符向量和 LSTM-CRF 的朝鲜语自动分写方法
金国哲，崔荣一
基于多维语义关系的谐音双关语识别模型
徐琳宏, 林鸿飞, 祁瑞华，杨亮

口头报告 2
基于子字单元的神经机器翻译未登录词翻译分析
韩冬，李军辉，周国栋
Context Sensitive Word Deletion Model for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时间: 14:30-15:30
地点: 5 楼主会场

Qiang Li, Yaqian Han, Tong Xiao, and Jingbo Zhu
UIDS: A Multilingual Document Summariz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Summary
Diversity and Hierarchical Topics
Lei Li, Yazhao Zhang, Junqi Chi, and Zuying Huang
基于 E-CNN 的情绪原因识别方法
慕永利，李旸，王素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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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5:30-16:30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句子排序方法

地点: 5 楼主会场

栾克鑫，杜新凯，孙承杰，刘秉权，王晓龙

口头报告 3
基于迁移学习的地理领域概念关系抽取
熊盛武，陈振东，段鹏飞，王娜
Exploiting Explicit Matching Knowledge with Long Short-Term Memory
Xinqi Bao and Yunfang Wu
时间: 15:30-16:30
地点: 5 楼主会场

Using Cost-Sensitive Ranking Loss to Improve Distant Supervised Relation
Extraction
Daojian Zeng , Junxin Zeng, and Yuan Dai
阅读理解中因果关系类选项的研究
王元龙，李茹，张虎，王智强
融合 CNN 和结构相似度计算的排比句识别及应用
穆婉青，廖健，王素格

口头报告 4
基于音系学模型的手语理解
姚登峰，江铭虎，阿布都克力木.阿布力孜，李晗静，哈里旦木.阿布都克里木
基于词汇聚类方法的现代汉语分期与分期体系构建
饶高琦，李宇明
时间: 17:00-18:00

论羡余否定的形成机制及制约因素

地点: 5 楼主会场

陈秀清
融合概念对齐信息的中文 AMR 语料库的构建
李斌, 闻 媛, 宋丽, 卜丽君, 曲维光, 薛念文
语言先验知识对神经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影响
贝超，胡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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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报告
要求：会议提供海报板为竖向，宽 80 厘米，竖向可以伸展至 120 厘米。请参考此
尺寸准备海报。每个海报分配了一个序号，海报序号如下所示。请根据海报序号张贴海
报并讲解。请在 9:00-11:00 之间前往指定地点张贴海报。

时间：10 月 15 日 11:00-12:10
地点: 3 楼门厅
1.
2.
3.
4.
5.
6.
7.
8.
9.

基于 CNN-BLSTM-CRF 模型的生物医学命名实体识别

李丽双，郭元凯

深度学习中汉语字向量和词向量结合方式探究 李伟康，李炜，吴云芳
基于多模态神经网络的图像中文摘要生成方法 刘泽宇，马龙龙，吴健，孙乐
基于知识库的汉语未登录词语义预测 瞿健菊，冯敏萱
基于双向 LSTM 和两阶段方法的触发词识别

何馨宇，李丽双

采用多尺度注意力机制的远程监督关系抽取

蔡强，郝佳云，曹健，李海生

问答中的问句意图识别和约束条件分析

孙鑫，王厚峰

汉语“的”字短语认知神经机制的 ERP 研究

苏裴，江铭虎，白晨

基于双重注意力模型的微博情感分析方法 郑佳，张仰森，黄改娟，蒋玉茹

10. 基于双语主题和因子图模型的汉语-越南语双语事件关联分析 唐莫鸣，朱明玮，余正涛，唐培丽，
高盛祥
11. 汉语名词的隐喻知识表示及获取研究 汪梦翔，饶琪，顾澄，王厚峰
12. 基于主题相似度的宏观篇章主次关系识别方法 蒋峰，褚晓敏，徐昇，李培峰，朱巧明
13. CRF 与规则相结合的维吾尔文地名识别研究
买合木提·买买提，卡哈尔江·阿比的热西提，艾
山·吾买尔，吐尔根·依布拉音，王路路
梁金莲，古丽拉·阿东别克

14.
15.
16.
17.
18.

由粗到精的哈萨克语短语结构句法分析研究

19.
20.
21.
22.
23.

开放域上基于深度语义计算的复述模板获取方法

实体驱动的双向 LSTM 篇章连贯性建模
汉语小句的俄语对应单位研究

杜舒静，徐凡，王明文

杨毅，冯文贺

一种针对句法树的混合神经网络模型 霍欢，张薇，刘亮，李洋
汉语日常会话的对话行为分析标注研究

周强
刘明童，张玉洁，徐金安，陈钰枫

藏汉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研究 李亚超，熊德意，张民，江静，马宁，殷建民
基于语言学特征向量和词嵌入向量的汉语动词事件类型预测
基于词分布式表征的汉语框架排歧模型

刘洪超，黄居仁，侯仁魁，李洪政

张力文，王瑞波，李茹，张晟

基于多模型融合的汉语介词短语识别 刘彤，黄德根，张聪

24. 基于优化样本分布抽样集成学习的半监督文本分类方法研究 徐禹洪，黄沛杰
25. 中英文篇章依存树库构建与分析 吴永芃，李素建，秦沐坤，杨安，王厚峰
26. 基于局部密度的无监督作文跑题检测方法 李霞，温启帆
27. 中国手语分类词谓语的语义认知分析 姚登峰，江铭虎，张荣兴, 阿布都克力木·阿布力孜
28. 基于外部记忆单元和语义角色知识的文本复述判别模型 李天时，李琦，王文辉，常宝宝
29. 面向多语料库的通用事件指代消解
陆震寰，孔芳，周国栋
30. UyMorph：维吾尔语形态分析语料库 哈里旦木•阿布都克里木，阿布都克力木•阿布力孜，孙茂松，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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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机器词典释义模版的建构过程和运用案例 王恩旭，袁毓林
32. 基于双向 LSTM 语义强化的主题建模 彭敏，杨绍雄，朱佳晖
33. 面向高考阅读理解鉴赏题语言风格判别方法
陈鑫，王素格，李德玉， 谭红叶， 陈千，王元龙
34. 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可比语料库的构建及应用研究——以“把”字句的句法语义标注及应用研究为例
谭晓平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一种话题敏感的抽取式多文档摘要方法

应文豪，李素建，穗志方

基于汉语框架语义网的篇章关系识别 李国臣，张雅星，李茹
基于句式与句模对应规则的语义角色标注 何保荣，邱立坤，孙盼盼
韩国语定语从句句法特征分析及其自动识别

安帅飞，毕玉德，张婷

汉语的语素概念提取与语义构词分析 刘扬，林子，康司辰
基于最长名词短语分治策略的神经机器翻译
基于神经网络的体育新闻自动生成研究

张学强，叶娜，吴闯，蔡东风

李浥尘，胡珀，王丽君

儿童外语学习认知数据收集的在线游戏框架

马为之，张敏，张琛昱，陈忆馨，谢倩，孙炜岳，

刘奕群，马少平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交互式问答的关系结构体系及标注
现代汉语形容词资源库的构建

周小强，王晓龙，陈清财

饶琪，王厚峰，汪梦翔，李慧

基于特征融合的产科多标记辅助诊断研究 马鸿超，张坤丽，赵悦淑，昝红英，庄雷
基于语料库的古代汉语教材预期成效评估方法及应用邱冰，皇甫伟，朱庆之
基于神经网络的片段级中文命名实体识别 王蕾，谢云，周俊生，顾彦慧，曲维光
《文心雕龙》的篇章连接词 冯文贺，郭海芳，刘涛
基于优化“未定义”类话语检测的话语领域分类

柯子烜，黄沛杰，曾真

向量模型和多源词汇分类体系相结合的词语相似性计算

梁泳诗，黄沛杰，岑洪杰，唐杰聪，王俊

东

51. A Fast and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Lifelong Topic Model with Self-Learning Knowledge
Xu, Feng Liu, Tianxing Wu, Sheng Bi, and Guilin Qi

Kang

52. Local Community Detection Us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Topic Features in Social
NetworksChengcheng Xu, Huaping Zhang, Bingbing Lu, and Songze Wu
53. Generating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with RNN Encoder-Decoder

Xiaoyuan Yi, Ruoyu Li, and

Maosong Sun

54. Integrating Word Sequences and Dependency Structures for Chemical-disease Relation Extraction
Huiwei Zhou, Yunlong Yang, Zhuang Liu, Zhe Liu, and Yahui Men
55.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with Gat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nd Bo Xu
56. Bi-directional Gated Memory Networks for Answer Selection
Li

Chunqi Wang, Wei Chen,

Wei Wu, Houfeng Wang, and Sujian

57. Employing Auto-annotated Data for Person Name Recognition in Judgment Documents Limin Wang,
Qian Yan, Shoushan Li, and Guodong Zhou
58. DIM Reader: Dual Interaction Model for Machine Comprehension Zhuang Liu, Degen Huang,
Kaiyu Huang, and Jing Zhang
59. Multi-view LSTM Language Model with Word-synchronized Auxiliary Feature for LVCSR Yue Wu,
Tianxing He, Zhehuai Chen, Yanmin Qian, and Kai Yu
60. Generating Textual Entailment Using Residual LSTMs
Maosheng Guo, Yu Zhang, Dezhi Zhao, and
Ting Liu
61. Tibetan Syllable-based Functional Chunk Boundary Identification Shumin Shi, Yujia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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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hang Wang, Congjun Long, and Heyan Huang

62. Harvest Uyghur-Chinese Aligned-Sentences Bitexts from Multilingual Sites Based on Word
Embedding ShaoLin Zhu, Xiao Li, Yating Yang, Lei Wang, and Chenggang Mi
63. Unsupervised Joint Entity Linking over Question Answering Pair with Global Knowledge
Liu, Shizhu He, Hang Yang, Kang Liu, and Jun Zhao

Cao

64. Closed-Set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odel Zhipeng Xie
65. Improving Event Detection via Information Sharing among Related Event Types Shulin Liu, Yubo
Chen, Kang Liu, Jun Zhao, Zhunchen Luo, and Wei Luo
66. Hierarchical Gated Recurrent Neural Tensor Network for Answer Triggering Wei Li, and Yunfang
Wu
67. Joint Extraction of Multiple Relations and Entities by using a Hybrid Neural Network
Suncong Zheng, Jiaming Xu, Zhenyu Qi, Hongyun Bao, and Bo Xu

Peng Zhou,

68. Language Model for Mongolian Polyphone Proofreading Min Lu, Feilong Bao, and Guanglai Gao
69. Cost-aware Learning Rate for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Yang Zhao, Yining Wang, Jiajun
Zhang, and Chengqing Zong
70. Collective Entity Linking on Relational Graph Model with Mentions Jing Gong, Chong Feng, Yong
Liu, Ge Shi, and Heyan Huang
71. Improving Word Embeddings for Low Frequency Words by Pseudo Contexts Fang Li, and Xiaojie
Wang
72. Question Answering with Character-Level LSTM Encoders and Model-Based Data Augmentation
Runze Wang, Chendi Zhan, and Zhenhua Ling
73. A Pipelined Pre-training Algorithm for DBNs
Zhang

Zhiqiang Ma, Tuya Li, Shuangtao Yang, and Li

74. Topic-specific Image Caption Generation Chang Zhou, Yuzhao Mao, and Xiaojie Wang
75. Deep Learning Based Document Theme Analysis for Composition Generation Jiahao Liu, Chengjie
Sun, and Bing Qin
76. Collaborative Recognition and Recovery of the Chinese Intercept Abbreviation
Yusen Chen, Juan Deng, Donghong Ji, and Jeff Pan

Jinshuo Liu,

77. XLink: An Unsupervised Bilingual Entity Linking System Jing Zhang, Yixin Cao, Lei Hou, Juanzi
Li, and Haitao Zheng
78. Memory Augmented Attention Model for Chinese Implicit Discourse Relation Recognition
Liu, Jiajun Zhang, and Chengqing Zong

Yang

79. Multichannel LSTM-CRF for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Chuanhai Dong,
Huijia Wu, Jiajun Zhang, and Chengqing Zong
80. Conceptual 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 Model for Headline Generation Yidi Guo, Heyan Huang,
Yang Gao, and Chi Lu
81. Semantic Dependency Labeling of Chinese Noun Phrases Based on Semantic Lexicon
Yanqiu Shao, and Hongkai Yang

Yimeng Li,

82. Natural Logic Inference for Emotion Detection Han Ren, Yafeng Ren, Xia Li, and Wenhe Feng
83. End-to-End Neural Text Classification for Tibetan Nuo Qun, Xing Li, Xipeng Qiu, and Xuanjing
Huang
84. Arabic Collocation Extraction Based on Hybrid Methods Alaa Mamdouh Akef, Yingying Wang, and
Erho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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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展示
时间：10 月 15 日
地点: 2 楼门厅

11:00-12:10

注：请在 9:00-11:00 之间前往指定地点摆放展示摊位。
编 号

系 统

单 位

1

Power Monitor

国际关系学院极速洞察科技有限公
司

2

UNIT：理解与交互技术平台

百度

3

索答厨房智能生活中心

广州索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

中英文双语知识图谱 XLOR

清华大学知识工程实验室

5

DeepBrain

义语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6

小牛翻译云

沈阳雅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7

多语言信息翻译与分析系统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8

THUNLP 系统展示（九歌、THUMT）

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人文
计算实验室

9

SCIR 系统 demo（LTP，大词林，笨笨，情绪地图）

哈尔滨工业大学

系统介绍
1. Power Monitor（国际关系学院极速洞察科技有限公司）
Power Monitor 是一套电商商品评论信息处理系统。它采用了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并且结合了 Insightworks 多年在消费者研究领域的经验，以更快速更准确的方式
分析消费者在电商平台的评论，帮助产品生产厂家监测其产品售后的消费者反馈，了解
其产品与竞品相比的优弱势，为其进一步完善产品提高消费者的使用感受提供方向。
2. UNIT：理解与交互技术平台（百度）
UNIT (Understanding and Interaction Technology，理解与交互技术)平台，是由百度
重点为中文第三方开发者打造的对话系统开发平台。搭载业界领先的需求理解与对话管
理技术，蕴含百度多年积累的自然语言理解与交互、深度学习、大数据等核心能力，让
智能对话交互技术快速、精确赋能第三方开发者的产品，让未来更富想象空间。
UNIT 于今年 7.5 号在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布。
网址：unit.baidu.com。
3. 索答厨房智能生活中心（广州索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索答智能生活中心系统主要是为智能家居行业提供语音智能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
索答厨房智能生活中心是运用了全球领先的深度语义分析技术，通过使用深度神经网络
和知识图谱技术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了机器真正理解人类语言。目前索答厨房
智能生活中心推出“听音乐、看视频、学菜谱、控制厨电”四个功能，不仅能让枯燥的
厨房变成一个娱乐场所，还能真正做到“全语音、零触控”，达到解放双手的目的。比
如人类说“煎蛋糊了”，索答厨房智能生活中心收到指令后通过理解会马上开大抽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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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收小炉火。目前已和海尔、美的、尚品宅配、志邦、欧派等国内著名企业达成合作。
4.中英文双语知识图谱 XLORE（清华大学知识工程实验室）
XLORE 是从中英文维基百科、互动百科以及百度百科出发，构建的一个大规模中
英文开放知识平台。截至 2017 年 7 月，XLORE 共包括 1,371,272 个概念、512,883 个关
系以及 14,951,135 个实体。据我们所知，XLORE 是第一个中英文知识规模平衡的大规
模中英文知识图谱。XLORE 基于对异构 Wiki 知识资源的语义化，着重解决以下三类语
义关系抽取问题：语义等价关系规模不足，上下位语义关系存在噪声，语义链接关系大
量缺失。XLORE 提供开放知识共享接口，包括面向普通用户的可视化展示接口、面向
语义网开发者的 SPARQL 查询接口以及面向终端应用的 JSON 接口。截至 2017 年 4 月，
访问次数已超过 5,000 万次。
5.DeepBrain（义语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DeepBrain 是国内首家机器人 SaaS 平台，面向 IOT 硬件厂商，赋予产品全面、深度
的人机智能对话能力，同时为厂商提供强大的云端能力，针对用户的运营，管理平台等
基础设施，以及海量丰富的技能和服务。
IEngine 多轮对话技术：历时 5 年研发，业界创新技术架构，集成了面向闲聊和面
向任务两个类别。
在面向闲聊中：1.可实现上下文对话；2.长/短记忆系统；3.改进型 CMU 的 Ravenclaw
对话管理框架；4.对话生成基于深度学习和对抗神经网络学习以及引入 attention
mechanism 和 memory-augmented block。
在面向任务中：1.缺省式/记忆式/场景式上下文支持；2.口语语言泛化理解及强大的
鲁棒性；4.基于知识图谱的浅层推理策略 5.垂直领域准确率达 98%。
6.小牛翻译云（沈阳雅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由国内机器翻译产学研领军企业——沈阳雅译小牛翻译团队自主研发，提供企业
级机器翻译服务解决方案。
(2)以自主研发的 NiuTrans NMT 为技术核心，融合 TM/RBMT/EBMT/SMT 技术优
势。
(3)目前支持 44 个语种，全面支持国内“维蒙藏哈朝彝壮”七大少数民族语言。
(4)开放口语等多个垂直领域的机器翻译系统，全面提升机器译文质量。
(5)提供用户本地部署的小牛翻译私有云，保证数据翻译安全，机器翻译引擎可定制。
(6)提供面向中小企业的小牛翻译专有云，高性价比，提供机器翻译引擎优化功能。
(7)与腾讯、科大讯飞、国家知识产权局、北部战区、多个国家公检法及安全部门、
SYSTRAN 等 40 余家国内外企业及政府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7.多语言信息翻译与分析系统（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借助机器翻译和分本分析技术实现多语言信息的关键信息抽取和呈现：外语文本或
文本集合通过机器翻译转换为中文，然后利用汉语命名实体识别、文本分类、情感分析
与自动摘要技术呈现原文的关键信息。
8. THUNLP 系统展示（九歌、THUMT）（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
THUMT 是一个开源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工具包，由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
人文计算实验室开发。THUMT 使用 python 编写，基于 Theano 框架。THUMT 具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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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特点：
1. 包含标准的基于注意力的端到端神经机器翻译框架；
2. 支持最小风险训练（Minimum risk training），针对评价指标进行优化训练，有
效提升翻译质量；
3. 支持半监督学习（Semi-supervised training），利用丰富的单语语料同时提升源到
目标和目标到源双向的翻译效果；
4. 提供可视化工具，通过层级之间相关性传播的方法，计算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相关
程度，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神经机器翻译的内部工作原理。
九歌是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人文计算实验室研发的自动诗歌生成系统。九
歌研究团队由孙茂松教授带领，下含两博士生、两名硕士生及多名本科生。九歌系统采
用最新的深度学习技术，结合多个为诗歌生成专门设计的不同模型，基于超过 30 万首
的诗歌进行训练学习。九歌系统能够产生集句诗、近体诗、藏头诗、现代诗等不同体裁
的诗歌。该系统在生成诗歌的质量上有显著提升。作为一款融合现代技术和中国古典文
化的有趣应用，九歌在推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都有
所帮助。
9. SCIR 系统 demo（哈尔滨工业大学）
本系统集成了哈工大社会计算及信息检索研究中心近期的研究成果，共包含四个子
系统，分别为：LTP 语言技术平台、开放域中文知识图谱《大词林》、聊天机器人笨笨、
情绪地图。各子系统分别介绍如下：
LTP：LTP 提供了一系列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用户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对于中文
文本进行分词、词性标注、句法分析等等工作。从应用角度来看，LTP 为用户提供了下
列组件：针对单一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生成统计机器学习模型的工具；针对单一自然语
言处理任务，调用模型进行分析的编程接口；使用流水线方式将各个分析工具结合起来，
形成一套统一的中文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系统可调用的，用于中文语言处理模型文件；
针对单一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基于云端编程接口。
大词林：是一个自动构建的大规模开放域中文实体知识库。相比于人工的开放域实
体知识库。《大词林》的构建不需要领域专家的参与，而是基于多信息源自动获取实体
类别并对可能的多个类别进行层次化，从而达到知识库自动构建的效果，很好地解决了
以往的人工构建知识库对开放域实体的覆盖程度有限的问题。
笨笨：聊天机器人“笨笨”于 2016 年 6 月 6 日上线，目前有用户 3500 多人，其功能
包括闲聊、知识问答、任务执行、信息推荐。“笨笨”目前有三种载体，即微信公众号、
PC 网页和实体机器人。除了上述功能外，“笨笨”还具备情感回复、饮食推荐及古文回
复等功能。
情绪地图：基于深度学习的语义情感分类模型，在人类常见情绪分类的基础上，对
社会化媒体文本大数据中的潜在情绪进行判别和归类统计，最终呈现为情绪在时间和空
间维度上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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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国际前沿动态综述
时间：2017 年 10 月 15 日 下午 15:50-17:30
地点：辰茂新世纪大酒店 5 楼主会场
主 题

报告人

单 位

CL 和 TACL 期刊最新动态

车万翔

哈尔滨工业大学

ACL2017 最新动态

张岳

新加坡技术与设计大学

IJCAI2017 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新进展

刘康

中科院自动化所

AAAI2017 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新进展

熊德意

苏州大学

SIGIR 2017 信息检索中 NLP 问题简介

张奇

复旦大学

题 目：CL 和 TACL 期刊最新动态
报告人：车万翔
摘 要：
作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创刊最早的 SCI 期刊，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CL）一
直被认为是该领域最权威的期刊之一。但是由于其出版周期较长、刊载文章较少，有越
来 越 多 的 学 者 开 始 向 新 创 刊 的 Transac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TACL）投稿。高质量的审稿人和严格的审稿过程保证了 TACL 发表文章的
质量，较短的出版周期也使得最新的研究进展能及时发表，因此 TACL 也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读者的关注。本报告在回顾这两个期刊的的同时，将重点介绍近一年来 TACL 上发
表文章的趋势，并重点介绍几篇引用数较高的代表性论文，希望能对听众带来一些启发。
讲者介绍：
车万翔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
导师，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合作导师 Christopher Manning
教授。现任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青
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YOCSEF 哈
尔滨主席（2016-2017 年度）。主要研究领域为自然语言处理，
在 ACL、EMNLP、AAAI、IJCAI 等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和会议上
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中 AAAI 2013 年的文章获得了最佳
论文提名奖，出版教材 2 部，译著 2 部。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973 等多项科研项目。负责研发的语言技术平台（LTP）已被 600 余家单位共
享，提供的在线“语言云”服务已有用户 1 万余人，并授权给百度、腾讯、华为等公司使
用。2009 年，获 CoNLL 国际多语种句法和语义分析评测第 1 名。2016 年获黑龙江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 和 2016 连续两年获得 Google Focused Research Award（谷
歌专注研究奖）；2012 年，获黑龙江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10 年获钱伟长中文信息
处理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首届汉王青年创新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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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ACL 2017 最新动态
报告人：张岳
摘 要:
One advantages of deep learning is that neural networks can be leveraged to mix
heterogenous sources of information, which can be highly challenging for statistical
models. It has been exploited for multi-model learning across languages and other
media forms, for instance. With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eural networks have
been explored for cross-domain, cross-task, cross-lingual and cross-standard learning.
In this talk, I review some of the recent work along this line, utilising parameter sharing
and pre-training to fuse information from heterogeneous sources.
讲者介绍：
Yue Zhang is currently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Before joining SUTD in July
2012, he worked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i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Yue Zhang received his DPhil and MSc degrees
from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and his BEng degree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 has
been working on statistical parsing, parsing, text synthesis,
machine translation, sentiment analysis and stock market analysis
intensively. Yue Zhang serves as the reviewer for top journals such a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Transaction of 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standing review
committee) and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He is the associate editor
for ACM Transactions on Asian and Low Resource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He is also PC member for conferences such as ACL, COLING, EMNLP, NAACL,
EACL, AAAI and IJCAI. He was the area chairs of COLING 2014, NAACL 2015,
EMNLP 2015, ACL 2017 and EMNLP 2017. He is the TPC chair of IALP 2017.
题 目：IJCAI2017 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新进展
报告人：刘康
摘 要：
本报告将介绍 IJCAI2017 自然语言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并结合往年（如
IJCAI2016、IJCAI2015 等）中的研究工作，介绍近些年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研究趋势。
讲者介绍：
刘康，博士，现任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
室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信息抽取、网络挖掘、问答系统等，
同时也涉及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方面的基础研究。在自然语言
处理、知识工程等领域国际重要会议和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如 TKDE、ACL、IJCAI、EMNLP、COLING、CIKM 等），
获得 KDD CUP 2011 Track2 全球亚军，COLING 2014 最佳论
文奖，首届“CCF-腾讯犀牛鸟基金卓越奖”、2014 年度中国中
文信息学会“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奖-汉王青年创新一
等奖”、2015、2017 Google Focused Research Awar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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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AAAI-2017 自然语言处理前沿动态
报告人：熊德意
摘 要：
本报告将对 AAAI 2017 进行简单介绍，着重关注 AAAI-2017 自然语言处理方向的
研究论文及研究趋势。
讲者介绍：
熊德意，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计算机系
系主任。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优青）获得者，江苏省
“333 工程”和“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苏州市“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对象。2007 年至 2012 年在新加
坡资讯通信研究院任研究科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机器翻译、
多语言信息获取、自然语言理解和深度学习等。在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IEEE TASLP、 AI、JAIR、 AAAI、 IJCAI、 ACL
等国际著名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Springer 出版英文
专著一部，编著会议论文集多部。2009 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2016 年获得中文信息学会“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
学技术奖-汉王青年创新奖”一等奖。曾是亚洲自然语言处理联合会 AFNLP 干事、新加
坡中文与东方语文信息处理学会理事会成员。目前是中文信息学会理事，江苏省人工智
能学会智能系统及应用专委会副主任。担任 IALP 2012 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CWMT
2017 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欧盟多国联合项目 QTLeap 咨询专家。
题 目：SIGIR 2017 信息检索中 NLP 问题简介
报告人：张奇
摘 要：
随着搜索引擎的发展，用户对搜索引擎的需求也越来越复杂，从简单的词语查询发
展到了复杂用户语言输入的查询。因此，搜索引擎中越来越多的地方需要使用自然语言
处理相关技术。从信息检索相关会议上也可以看到自然语言在用户意图理解、复杂问句
转换、摘要、社会媒体处理等方面都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在本次报告中我们将针对今年
SIGIR 2017 会议的研究热点进行小结，并针对其中关于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任务进行
介绍。
讲者介绍：
张奇，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自然语言处理与信息检索。在 ACM
Transactions、IJCAI、AAAI、SIGIR、ACL、EMNLP 等自然语
言处理和信息检索领域著名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50 余
篇。承担 10 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 计划、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和国际合作项目。担任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
会执行委员、WSDM 2015 Local Chair。长期担任包括 SIGIR、
IJCAI、ACL、EMNLP、TKDE 等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领域
重要国际刊物和会议的审稿人。2016 年获得了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奖——汉
王青年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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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文集下载
本次会议不提供纸质版会议论文集，只提供电子版论文集供下载。请扫描以下二维码到大会网
站首页下载论文集。

说明：英文论文集由 Springer 出版，在 10 月 10 日-11 月 10 日期间可以免费下载，在此期间可
通过大会网站首页点击链接到 Springer 网站免费下载。

http://www.cips-cl.org/static/CCL2017/home.html
中文论文集的下载链接（专委会的“论文典藏”页面）

http://www.cips-cl.org/static/anthology/CCL-2017/CCL2017.html

会务组联系方式
网站、会务、住宿等问题，可邮件联系：ccl2017_njnu@163.com
顾彦慧：17895001316，gu@njnu.edu.cn
李斌：13813878144，gothere@126.com
徐芳：15905156540，1590515654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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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位置示意图
地 点
1楼
2楼

用 途
报到注册（12 号-14 号上午，大厅）、住宿登记（大厅）、早餐厅
讲习班（13 日，大成厅）、系统展位（15 日，门厅）、
餐厅（设有清真餐厅）

3楼

主餐厅、茶歇（门厅）、Poster 展位（15 日，门厅）

4楼

评测会议（14 日，上元厅）、专委会会议（14 日晚，上元厅）

5楼

主会场，赞助商展位（门厅），报到注册（14 号下午，门厅）

29 楼

讲习班分会场（13 日）
说明：1-5 楼会场可楼梯步行或电梯，29 楼需电梯直达。

会场 WIFI（可能略有变化）:
WIFI 名称:aWiFi

密码:无（自动连接）

WIFI 名称:i-NanJing-Free 密码:无（自动连接）

旅游信息

联系人: 秦经理
联系电话：1805100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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